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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第 195次市政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4年 2月 9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15分 

貳、地點：豐原陽明大樓 3樓簡報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市長 佳龍 

肆、討論提案：(如附件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怡君 

伍、指（裁）示事項： 

一、「市民的市長，行動的市府」，就是要讓人民具體有感，在縣市合併初期，

確實有產生城鄉落差與邊緣化的問題，在原縣府所在地的陽明大樓就是 1

個最明顯的例子，大臺中無論城鄉都是一體的，為落實本府執政理念，今

天新市府團隊首次至豐原陽明大樓召開市政會議，以具體的行動展現本

府對原縣區發展的重視，未來每個月原則上也將安排一次市政會議

至陽明大樓召開，討論促進大臺中均衡發展之議題，致力解決原縣

區邊緣化的危機，以縮短城鄉差距。(辦理機關：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) 

二、對於上周三(2/4) 臺北發生復興航空空難的重大意外，為表達我們

的哀悼，佳龍要請大家起立共同為罹難者默哀 30 秒，希望亡者一路

好走，家屬節哀，傷者早日康復，天佑臺灣！以下提出 3點意見，請相關

機關積極辦理：(辦理機關：消防局、警察局、衛生局、環境保護局、社

會局)   

（一）在災難中除了相互的關懷，讓受害者或家屬能從苦難中站起來，「前

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，此次的空難也提醒市府平時即應做好救災

計畫與演練，事發當天我已要求消防局儘速針對本市如何因應

類似的空難提出危機處理之方案，並已發布訊息給媒體周知。

防災應變一定要做好萬全的準備，我也要求消防、警察、衛生及環境

等相關局處於近期內做好妥善的規劃與演練，尤其防汛期將屆，無論

是颱風、水災、地震、公共安全或傳染疾病，這些都是本府要加強防

災、救災的重點工作；此外，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也到市府作經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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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流，針對可以運用先進資訊科技之大數據(Big Data)，做到防災、

救災及減災之目的，以保障民眾之生命與財產安全。 

（二）每件重大意外事件過後，往往影響無數個家庭，此次空難中有一位罹

難者是本市市民，我已請社會局於第一時間聯繫家屬，表達關懷並提

供相關的協助，這種親人罹難的椎心之痛，身為市長的我感同身受，

尤其我將自己定位為市民的市長，每一位市民的安全都是市長的責

任。 

（三）對於本市的民間救難團體積極投入此次空難的搜救，早已到災區現場

支援，我昨天向這些民間救難團體致謝並予以表揚，本府消防局同仁

也隨時待命支援，目前消防署已與本府聯繫相關事宜，本府將全力調

度人力及裝備前往支援，表達我們的同胞之愛，以及「人飢己飢 ，

人溺己溺」之同理心。 

三、歲末寒冬，春節將至，本府已做好春安整備工作，致力達成治安平

穩、交通順暢及服務熱心等三大目標，治安平穩就是要做到預防與偵

查並重；交通暢順就是希望民眾「快快樂樂出門，平平安安回家。」；而

服務熱心就是提高見警率，加強推動便民措施，將人民的小事情當作市府

的大事情辦理。為能防患未然，警察局自上周起已針對組織犯罪、列

管幫派份子與槍毒犯罪人口，展開同步的拘搜行動，並在夜店、旅

館、PUB 及易涉槍毒與黑幫介入的治安顧慮場所，採取「封閉式」的全面

查緝，進行了 2波掃蕩行動，以預防犯罪事件，降低人民對治安的疑慮，

期盼每位市民都能平安過個好年。(辦理機關：警察局)   

四、  上周二本市的大里區與西屯區發生兩起瓦斯管挖斷的意外事件，感

謝消防局與相關機關立即通報並順利協助處理，因瓦斯管線距離路面太

近，才輕易被挖破，凸顯出本市瓦斯管線舖設的問題，我已請建設

局全面體檢本市主要道路下的管線舖設狀況，如有發現不當舖設情

形，務必要求立即改善，以降低氣爆機率與危害，避免發生類似高

雄氣爆事件。藉此我要在此重申，所有工程的進行務必以保障人員安全

為首要任務，並以市民利益為優先考量，因此上周我特別請張副市長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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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進行春安勞動突擊檢查，第 1 站選擇西屯區的朝馬國民運動中心

工地，檢查結果發現部分施工現場未設置護欄、安全網及母索等安

全設施，勞工有墜落致生命危險之疑慮，於是本府當場要求該承包

廠商停工改善，並將視改善狀況依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開罰新臺幣 3

萬至 30 萬元，希望能從市府本身執行的工程做起，朝向零災害、零

缺失的目標來努力，避免歲末趕工而影響勞工的安全。(辦理機關：建

設局、勞工局)   

五、2018國際花博土地變更，增加外埔及豐原用地，調整花博場地為「1+2+10」，

1就是原來后里馬場鄰近地區，2就是豐原與外埔，而 10則是會在轄內 10

個區域一併推動與花博有關的活動，修正後將於 2 月 28 日前送行政院核

定。此外，也將花博定位由「花卉展」變更為「花園城市改造運動」，期盼

藉由花博角色之重新定位，結合豐原與外埔區當地產業與文化特色，帶動

地區產業發展，透過大型活動的舉辦，改善原本臺中縣區被邊緣化的問題，

並朝「花果原鄉‧花園城市」之目標前進。有關農業局的「2018 臺中國

際花卉博覽會推動進度」專案報告，以下提出 7 點意見，請相關機關配

合辦理：(辦理機關：農業局、都市發展局、觀光旅遊局、交通局、建設局、

新聞局、環境保護局、地政局、民政局、本府各機關)   

（一）舉辦花博除可改善展區的基礎建設外，也是改造豐原的策略性活動，

花博豐原場會設在葫蘆墩公園，打造20公頃的「水岸花都」，花博過

後將持續舉辦國際性活動與設立糕餅展業博物園區，並結合豐富專案

及後站都市更新等建設，將豐原打造成副都心，解決邊緣化危機。而

針對花博的定位與特色，應找到在地特色，秉持「全球化與在地化的

對話」為主軸發展，結合生產、生態與生活「三生」，與花卉、高科

技、生技產業、種苗繁殖等一、二、三級產業的「三產」，呈現結合

科技與文化，將花博效益極大化。 

（二）距離2018年花博開幕只剩下3年9個月，時間已很急迫，請各單位積極

有效地運用人力、物力及相關預算與經費，通力合作做出完整規劃後

確實執行，務必圓滿達成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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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此次花博的主題特色與花博展區的定位及規劃內容必須儘快定調，因

為舉辦花博不僅為了活動本身，主要目的在於藉由花博的舉辦，促進

北臺中地區的交通改善、都市發展、生活品質的提升及農業與經濟的

發展，營造水岸花都的休閒環境，達成兼顧生活、生產、生態之「三

生」目標；在交通方面，串聯后里火車站及自行車道，發展「雙鐵」

(鐵路與鐵馬)與「雙馬」(后里的馬與鐵馬)結合，帶動綠色、低碳的

花博，讓前往花博會場的參觀民眾，透過租用自行車或行走步道，可

以樂活體驗鄉村的風土美景，感受臺中的文化與生活之美，亦可有效

疏解花博會場聯外交通窒塞的問題。此外，舉辦花博也應配合舊山線

復駛與后里火車站擴建，讓旅客能搭乘火車到后里後，騎自行車到三

個展區參觀，藉由舊山線與花博的串聯，將豐原周邊打造成水岸花都。 

（四）本府為宣示保育石虎棲息的生態環境決心，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園

區範圍，將縮減原后里展區範圍，透過舉辦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之契

機，擴大舉辦花博會效益，將外埔地區，神岡地區及豐原地區納入展

場範圍；惟花博開展期間緊迫，為園區及場館工程如期完工，屬非都

市土地部分(外埔及后里)，市府將以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先行辦理。

針對本府因保育石虎而放棄原后里某些花博展場用地，遭到外界的批

評，在此強調，尊重生態保育是核心價值，但調整展區不僅是為了保

育石虎，更是為使花博能如期展出的負責表現，若堅持在原地舉辦花

博，該地必須經過變更都市計畫與複雜的環境影響評估，勢必引起動

保團體與環保團體的關切，一旦進入環評，變數大增，在時程無法掌

控的情況下，花博可能因此被拖垮，最後就會一無所有。請新聞局與

相關機關針對此事對外說明清楚，做好溝通與宣傳，以化解居民的誤

解與反彈，俾利順利推動花博。 

（五）為花博展後后里及周邊地區之中長期發展，以及後花博場館轉型與永

續經營，避免步上臺北舉辦花博後種種困境之後塵，本市應未雨稠

繆，事先透過新訂都市計畫，整體規劃后里地區中長期發展所需之用

地及公共設施，為北臺中發展注入活水，以促進地方產業與文化之永

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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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為推動豐原副都心計畫，豐原地區除現在已進行的鐵路高架捷運化計

畫外，未來本府將投入葫蘆墩圳開蓋的水岸花都案、豐富專案、豐原

車站周邊的交通轉運站及立體停車場案、豐原車站後站都市更新案，

以及花博案等重大建設，將有效解決豐原地區被邊緣化的問題，使豐

原成為真正的臺中副都心。 

（七）本人期盼藉由花博的舉辦，將臺中打造成花園城市，綠美化市容景觀

是當務之急，讓我們的城市多了綠地公園，提供市民更好的生活休憩

空間，市民提升生活美學，也能帶動觀光旅遊的發展，城市減少碳足

跡，臺中躍升國際舞臺，為我們的下一代，打造亮麗的未來。有關植

樹之相關規劃，請環保局提出未來4-8年都市發展的計畫；土地取得

部分請加速辦理；交通方面，由於路網建構需龐大的經費與很長的時

間，請交通局與相關單位儘早進行周邊聯絡道路的交通規劃與推動，

以期舉辦花博時能有良好的交通運輸網；有關將外埔已禁葬多年的公

墓用地，透過花博改造為公園的想法，請地政局與都發局等相關單位

協助民政局做研議。此次2018 臺中花博與臺北一次性展覽的花博不

同，臺中藉此定位都市計畫發展，結合產業與文化，將大甲溪、大安

溪、山線鐵路與海線鐵路所環繞的外埔與后里等地打造為「臺中前花

園」，成為生活首都的示範區。 

六、內政部為保護個人資料，新制 3 類土地登記謄本上路，申請土地登記第

1類所有權人謄本時，修正後的新系統無法呈現「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」、

「設定義務人」兩欄，影響了銀行貸款之核撥作業，已有民眾及地政

士反映極為不便，雖然內政部正研議修改謄本格式及謄本申請書，

並已著手規劃改版並修改系統程式，但預計要到 3 月份才能完成。

一項制度的變革，有時會產生部分負面效應，必須要有良好的配套

措施，本府地政局為解決過渡期間民眾申請不便的困擾，即日起至

內政部完成系統程式修改前，主動提供謄本申請「1+3」服務，即民

眾申請第 1 類謄本時，同時核發可顯示設定義務人、債務人及債務

額比例的第 3 類謄本，申請人不必另外申請，亦毋須負擔額外的費

用。地政局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在中央調整系統前勇於任事，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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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省時又省錢，也成為許多縣市的良好示範，相當值得肯定，請

加速擴大宣導此項使人民有感的便民新措施，讓地政士與民眾知曉

本服務訊息，以維護民眾之權益。 (辦理機關：地政局)  

七、新市府團隊積極推動興利除弊措施，已初見成效，或許是太專注投

入於推動新市政，有些局處並未針對施政成果發布新聞稿，因此我

請新聞局做了各局處新聞稿及各局處記者會、活動統計表讓本府同

仁們參考。各機關若有辦理活動，雖然未召開記者會，仍可發布新聞稿，

請目前統計數值較少的機關自行檢視，是否有什麼訊息需要透過新聞稿來

發布，或視情況召開記者會，甚至可安排市長出席代為宣導重要政策與活

動，使民眾廣為周知，以達更佳之成效。請新聞局於每周定期做統計，由

於此份統計資料來源為本府全球資訊網，各機關儘量將新聞稿發布於本府

全球資訊網，以收統合之效，也請各機關首長指派 1 名較高層級的專人為

新聞聯絡窗口，使能快速且有效地處理緊急事件，新聞聯絡群組應加強橫

向的聯繫，以培養良好的合作默契，提升緊急應變之行政效率。(辦理機關：

新聞局)  

陸、散 會：中午 12時15分 

 



 7 

臺中市政府第 195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(104年 2月 9日) 

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

墊01 

原住民族 

事務委員

會 

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「104年度國民年

金權益宣導活動計畫」之經費新臺幣6萬

9,000元整，辦理先行墊付案，敬請  審

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
墊02 

原住民族 

事務委員

會 

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104年度推

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計畫」之經

費新臺幣194萬8,000元整，辦理先行墊

付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
墊03 社會局 

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

「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設

施設備更新計畫」計新臺幣400萬元整，

辦理先行墊付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
墊04 社會局 

為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申請104年度公

益彩券回饋金「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

－社會福利公營造物」指標性計畫，補

助經費新臺幣168萬元整，辦理先行墊付

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
墊05 
客家事務

委員會 

為客家委員會補助「2015臺灣燈會－客

家族群文化燈區」之經費新臺幣21萬

3,235元整，辦理先行墊付案，敬請  審

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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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

臨墊

01 
農業局 

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

補助「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

償」之經費新臺幣400萬元整，辦理先行

墊付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依臺中市議

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

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

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

開會期間程序辦理。 

 

  


